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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課 教會的擴展（8:01~9:43） 

教會受逼迫 8:1-3 
司提反被害，掃羅也欣然同意。從那天起，耶路撒冷的教會大受迫害；除了使徒以外，所
有的人都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各地。有些虔誠的人安葬了司提反，為他大大悲痛一番。
掃羅卻殘害教會，逐家進去，連男帶女拉去坐監。 8:1-3 

• 掃羅是一個猶太教的狂熱份子，做了他當時認爲對的事，逼迫相信耶穌復活的基督

徒。 

• 從史提反被殺的那一天開始，教會的逼迫從耶路撒冷開始。 

• 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各地，造成日後的福音遍傳的開始。 

• 掃羅對當時的教會，及對教會的人殘害，所得到的反效果，往四處奔逃的信徒，因

爲逼迫反而促使福音被傳遞的更快更遠。 

福音傳到撒瑪利亞 8:4-25 
…分散的人，經過各地，傳揚福音真道。 腓利下到撒瑪利亞城，宣講基督…. 

有一個人名叫西門，從前在城裡行過邪術...腓利向他們傳了 神的國的福音，和耶穌基督
的名…西門自己也信了，他受洗之後，常和腓利在一起，看見所發生的神蹟和大能的事，
就覺得很驚奇。  8:4-13  

• 原文或呂振中譯本，前面開始“於是”。意思是接著前面的教會被逼迫，“於是”

分散的人，逃離所經過的地方，福音就被傳到。 

• 腓利是選出七位當中的一位，往撒瑪利亞宣講基督，突破種族隔閡。 

• 行過邪術的西門信了，也受洗，對所見到的神蹟和大能的事稀奇。 

…就差派彼得和約翰到他們那裡去…就為大家禱告，要讓他們接受聖靈…使徒為他們按
手，他們就受了聖靈。 西門…拿錢給他們， 說:「請把這權柄也給我，叫我為誰按
手，誰就可以受聖靈。」 彼得對他說:「你的銀子跟你一同滅亡吧！因為你以為 神的
恩賜，是可以用錢買的。 你和這件事是毫無關係的，因為你在 神面前存心不正。…
要悔改離棄這罪惡，要祈求主，也許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…你正在苦膽之中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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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門回答:「請你們為我求主，好讓你們所說的，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。」 使徒…回耶
路撒冷去，一路上在撒瑪利亞人的許多村莊裡傳揚福音。  8:14-25  

• 彼得和約翰順服耶穌的命令(1:8)，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，領受能力後，被耶路撒冷

的使徒差派，到撒瑪利亞，為大家禱告，接受聖靈。 

• 西門(前幾節所提到)就給錢，要求為人按手受聖靈，被彼得斥責存心不正，當悔改

離開罪，才可能得到赦免。 

• 苦膽 是屬神的人背離神的惡劣光景， 必須要悔改。參考申 29:18 「偏離了耶和華
我們的 神...生出…苦堇(苦膽、苦菜)來」。 

• 使徒回程路上，在撒瑪利亞人的許多村莊，繼續傳揚福音。 

 

思考： 

連男帶女拉去坐監。那些分散的人，經過各地，傳揚福音真道。 

  •    在某些地方，當地的傳道人拒絕為他們遭受的逼迫禱告。告訴要為他們禱告的人： 

         

如果你是           ？ 

 

腓利對太監傳講耶穌 8:26-31 
有主的一位使者對腓利說:「起來，向南走，往那從耶路撒
冷下迦薩的路上去。」…有一個衣索匹亞人…上耶路撒冷去
禮拜…他回去的時候，坐在車上讀以賽亞先知的書…聖靈對
腓利說:「你往前去，靠近那車子！」腓利就跑過去，聽見
他讀以賽亞先知的書，就問他:「你所讀的，你明白嗎？」 

他說:「沒有人指導我，怎能明白呢？」於是請腓利上車，
同他坐在一起。 

• 福音的擴展是神主導。一位使者，是主的使者或天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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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往迦薩的路上，遇到衣索匹亞 的太監，從耶路撒冷禮拜回程上。 

o 衣索匹亞 (就是古實)，Cush, Ethiopia 

o 禮拜 [προσκυνέω, proskyneō]worship, (仆倒) 敬拜, 在...之前俯伏 

• 聖靈對腓利說，神繼續的帶領，要腓利靠近太監的車子。 

• 你所讀的，你明白嗎？是傳遞福音時，要找的切入

點。 

• 他所讀的那段經文…他像羊被牽去宰殺，又像羊羔在
剪毛的人面前無聲，他總是這樣不開口。 他受屈辱的
時候，得不到公平的審判，誰能說出他的身世呢？因
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。 太監對腓利說:「請問先
知這話是指誰說的？…腓利…向他傳講耶穌…太監說:

「你看，這裡有水，有甚麼可以阻止我受洗呢？」
（有些抄本在此有第 37 節:「腓利說:『你若全心相
信，就可以受洗。』他回答說:『我信耶穌基督是 神
的兒子。』」） …腓利就給他施洗。他們從水裡上來
的時候，主的靈就把腓利提去了…腓利..走遍各城，傳講福音，直到該撒利亞。 

• 那段經文，是七十譯士本，賽 53:7-8。經文不容易明白的地方，是誰能夠為這位冤

枉的一生，作出解釋，又明白其中的意思呢？ 

• 所以，太監就問:是指誰說的？腓利解釋，并且傳講耶穌的福音。 

• 若全心相信，太監肯定的說了他所信的。 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
罪。(可 16:16) 

• 非洲衣索匹亞教會可能源於此人，第 4 世紀，基督教成爲國教。1 

有使節從埃及出來，古實人趕快向 神呈獻禮物。 (向神舉起手) (詩 68:31) 

掃羅的改變 9:1-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Christianity (Ethiopian Orthodoxy, Pentay, Roman Catholic) totaling at 62.8%, followed by Islam at 33.9% (2007 
censu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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掃羅…到大祭司那裡…發公函給大馬士革各
會堂…如果發現奉行這道的人…緝拿到耶路
撒冷…..忽然有光從天上向他四面照射。 他
仆倒在地，聽見有聲音對他說:「掃羅，掃
羅！你為甚麼迫害我？」 他說:「主啊，你
是誰？」主說: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。 

起來，進城去！你應當作的事，一定有人告
訴你。」 同行的人，聽見聲音，卻看不見
人，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裡。 掃羅從地上
爬起來，睜開眼睛，卻甚麼也看不見。他們
牽著他的手，領他進大馬士革。 他三天都不
能看見甚麼，不吃也不喝。 

• 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，要求到敘利亞會堂的引渡權，把屬這道或教訓的信徒，押到

耶路撒冷。 

• 有光…四面照射，神顯現，參考出 19:16,18；耶穌的榮光，包圍著。 

• 仆倒，傾倒下來，（猛烈地）跌在地上，及其軟弱無能。 

• 為甚麼迫害我？迫害我，掃羅沒有逼迫過耶穌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。 

• 看不見，從有能力變成無助。不吃不喝，顯出他内在的改變。 

掃羅與亞拿尼亞 9:10-19 
在大馬士革，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，主在異象中對他說:「亞拿尼亞！」他說:「主
啊，我在這裡。」…找…掃羅…他正在禱告…作了許多苦害你聖徒的事… 

你去吧！這人是我揀選的器皿，為要把我的名傳給外族人、君王和以色列人。 我要指示
他，為了我的名他必須受許多的苦。」 

• 他正在禱告，掃羅内在的改變，以禱告等候，仰望主。 9:11 

• 苦害你聖徒的事，[ἅγιος, hagios]saints 奉獻給神的，神聖的。指使徒(弗 3:5)，指基

督徒 (9:41；羅 1:7；彼前 1: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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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藉著救恩，信徒從世界被召出來。藉著聖靈的工作成爲聖潔，成了屬於主，

跟隨主的人。 

• 亞拿尼亞順服，因爲主說，掃羅是揀選的器皿，將傳遞福音到各地。 

• 主預言了保羅將來，為了我的名他必須受許多的苦 。 9:16 

亞拿尼亞就去了，進了那家，為掃羅按手，說:「掃羅弟兄，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耶
穌，就是主，差我來使你可以看見，又被聖靈充滿。」 立刻有鱗狀的東西，從掃羅的眼
裡掉下來，他就能看見了。於是起來，受了洗，吃過了飯，就有氣力了。 9:17-19 

• 掃羅得見之後，起來受了洗。吃了飯就有氣力了 ，預備作主的工作。 9:18-19a 

o 因為操練身體，益處還少；唯獨操練敬虔，凡事有益，享有今生和來世的應
許。 (提前 4:8) 

o 鍛煉身體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對神敬虔。敬虔，就包括了敬拜神，事奉神。 

o 事奉神，需要有氣力。有健康的身體，才有足夠氣力事奉。 

掃羅在大馬士革傳道 9:19-30 
他和大馬士革的門徒一同住了幾天…在各會堂傳講耶穌，說他是 神的兒子…人都很驚
奇…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，不是這個人嗎？…然而掃羅更加有能力，駁倒住在大馬
士革的猶太人，證明耶穌是基督…猶太人商議要殺掉掃羅…他的門徒就漏夜用大籃子把他
從城牆上縋下去 

• 改變之後的掃羅，在衆人前毫無保留的傳講耶穌，是神的兒子。 

• 聽見的人，注意到掃羅的改變，勝過掃羅傳講的信息。 9:21 

• 然而，掃羅因著聖靈的帶領，愈是有能力講道，證明耶穌就是猶太人所期待要來的

彌賽亞。 9:22 

• 猶太人在真道上辯不過，就要殺掃羅。這是第一次為福音，生命受到威脅。常常有
生命的危險 (林後 11:23) 9:23 

• 掃羅的學生(9:25 他的門徒)幫助他逃脫。 

…掃羅到了耶路撒冷…只有巴拿巴接待他，帶他去見使
徒…掃羅在耶路撒冷和門徒一同出入，奉主的名放膽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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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…與講希臘話的猶太人談論辯駁，那些人卻想下手殺他…弟兄們知道了，就送他到該
撒利亞，差他往大數去….. 

• 逃到耶路撒冷，幸有巴拿巴(4:36)帶他見使徒，敘述了過程。 

o 有一個人名叫約瑟，使徒稱他為巴拿巴，就是「安慰者」的意思，他是個利
未人，生在塞浦路斯。他賣掉了自己的田地，把錢拿來，放在使徒的腳前。
 4:36-37 

o 巴拿巴與保羅同行作主工，後來(徒 15:36-40)巴拿巴帶著馬可，保羅帶著西

拉分頭在各處堅固眾教會。 

o 參 加 2:13 ，另見 西 4:10 徒 9:27 11:22,30 12:25 13:1-15:41 林前 9:6 加

2:1,9。  

• 掃羅同樣的奉主的名，放膽傳道，一群說希臘語的猶太人，也嘗試要殺掃羅。同工

們把他送到該撒利亞，然後到大數。 

猶太、加利利、撒瑪利亞各處教會的增長 
 9:31 
那時猶太、加利利、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，都得到平
安，被建立起來，存著敬畏主的心過生活，並且因著聖
靈的激勵，人數增多起來。 

• 在這階段，雖然沒有記載加利利的教會，如何被

建立與擴展。但是主耶穌在世時，在加利利的脚

蹤，影響了日後的教會。而所有各處的教會： 

o 得到平安 [εἰρήνη, eirēnē]of the Messiah's 

peace, rest 和平，和諧；秩序 

o 存著敬畏主的心，直譯: 行事為人有對主

的敬畏 

o 因著聖靈的激勵，[παράκλησις, paraklēsis] exhortation, comfort 勉勵，勸勉，

安慰 

• 增多起來 were multiplied，質量和數量都增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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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： 

教會的增長，因著聖靈的激勵 -  

   •   在量方面的增長：人數增多起來。 

   •   在質方面的增長：都得到平安，被建立起來，存著敬畏主的心過生活。 

我如何        ？ 

 

 

彼得的宣教事工 - 在呂大和約帕 9:32-43 
彼得周遊各地的時候，也到了住在呂大的聖徒那裡。 33 他
遇見一個人，名叫以尼雅，害了癱瘓病，在床上躺臥了八
年。 34 彼得對他說:「以尼雅，耶穌基督醫好你了！起
來，收好你的褥子！」他就立刻起來。 35 所有住在呂大和
沙崙的人，看見了他就歸向主。 

• 彼得走遍各處，也到了呂大的聖徒那裏。(參考 9:13) 

• 呂大(Lydda)，在耶路撒冷和約帕之間，今天叫做

Lod，舊約時代的羅德(代上 8:12)。 

• 害癱瘓病，躺了八年的以尼雅得醫治: 

耶穌基督醫好你了  - 耶穌基督的權柄 

起來 - 對耶穌基督權柄的信心 

收好你的褥子 - 收拾不再臥在上面的褥子 

o 他就立刻起來  - 立刻產生的功效 

• 見到神蹟，就歸向主基督。 

 

在約帕有一個女門徒，名叫戴比莎，希臘話叫多加；她為人樂善好施。 37 那時，她因病
死了；有人把她洗淨了，停放在樓上。 38 呂大靠近約帕，門徒聽說彼得在那邊，就派兩
個人去求他，說:「請到我們那邊去，不要耽延！」 39 彼得就動身，跟他們一同去。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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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後，他們領他上樓。所有寡婦站在彼得旁邊哭，把多加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所做的內衣
外衣拿給他看。 40 彼得叫大家出去之後，就跪下來禱告，然後轉過身來對著屍體說:「戴
比莎，起來！」她就睜開眼睛，一看見彼得，就坐了起來。 41 彼得伸手扶她起來，叫聖
徒們和寡婦都進來，把多加活活地交給他們。 42 這事傳遍了約帕，就有很多人信了主。 

43 此後，彼得在約帕一個製皮工人西門的家裡住了許多日子。 

• 在約帕 Joppa，今天叫 Jaffa，希伯來語 Yafo，阿拉伯語 Yafa，也叫 Japho 或

Joppa。中文是海法。 

• 女門徒戴比莎 (和合本:大比大，KJV:Tabitha)， 希臘話叫多加 Dorcas，廣行善事，

多施賙濟，可見是很有愛心。 

• 寡婦們 widows，可能是戴比莎生前關愛施捨對象。 

• 神蹟的事傳遍了約帕，許多人信了主。 

 




